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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史研究·

论华中根据地对传统婚姻习俗的改造

吴云峰

( 黄山学院，安徽 黄山 245041)

摘 要: 在华中根据地创建之前，该地盛行门当户对的婚姻观念，主婚权在父母或长辈，婚姻程序较为复杂，

彩礼成为民众的重要负担，妇女地位较低，并存在种种婚姻陋俗。根据地创建后，倡导自主婚姻，简化婚姻仪式，

提倡适当的彩礼，打破门户观念，树立新型的择偶观，革除种种婚姻陋俗，保护了妇女权益。通过对婚姻习俗的改

造，妇女地位得以提高，家庭关系变得更加和谐，妇女积极参加抗战、拥军和生产。根据地在改造婚姻旧俗与提高

妇女权益的过程中，并不仅仅是向父权制宣战，解决性别矛盾，更注重动员妇女投身革命，改变旧的社会制度与婚

姻观念，从而在大的社会变革中从根本上提高妇女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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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根据地是指由新四军创建的苏北、苏

中、苏南、淮北、淮南、皖江、浙东和鄂豫边区等八

个抗日根据地的统称，在解放战争时期称为苏皖

解放区。在根据地创建之前，该地主要盛行的是

传统婚姻。华中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后，颁布了一

系列的新政策及婚姻法令，推动了当地的婚姻习

俗变迁。关于根据地婚姻习俗的变迁，近年主要

的研究成果有: 杜清娥、岳谦厚的《太行抗日根据

地女性婚姻家庭待遇及其冲突》( 《安徽史学》

2016 年第 3 期) 、江沛、王微的《传统、革命与性

别: 华 北 根 据 地“妻 休 夫”现 象 评 析 ( 1941—

1949) 》( 《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2014 年第 3

期) ，以及笔者的《冲突与调适———华中根据地婚

姻习俗变革中的国家与乡村社会》( 《华中农业大

学学报·社科版》2017 年第 5 期) 等。已有的成

果大多关注传统婚俗的弊端及推行革命婚姻政

策的必要性，但是对于传统婚俗的积极因素及婚

姻陋俗的社会、经济、思想根源关注不多，对根据

地妇女解放与西方女权运动的斗争目标、方法有

何差异论述不祥。西方的一些女权主义者如卢

蕙馨等将儒家学说描述为一种男权至上主义和

父权制意识形态，并将其视为中国女性受压迫问

题的根源所在。然而，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伦理

和“性别歧视”之间是否存在必然的因果联系?

革命的婚姻政策如何革除传统婚俗中的消极因

素，保留并改造其积极因素，并做到与民众的经

济生活相适应? 这些问题值得进一步探究。本

文运用华中根据地的档案、当时的报纸等所反映

的民众婚姻生活的史料，对根据地建立前后婚姻

习俗变化的过程作一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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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根据地创建之前的婚姻习俗

在传统乡村社会，婚姻习俗沿袭着流传已久

的惯例。陈顾远先生就认为，婚姻是传统伦理的

本原，是儒家伦常的重要内容。“《中庸》‘君子之

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云云，视现

实夫妇为伦常之本原，婚姻乃万事之基点也。”［1］

近代以来，从西方传入的新式婚姻除了对少数沿

海城市有影响外，对乡村社会的影响微乎其微，

农民大多遵照旧的婚姻习俗举办婚礼，并恪守传

统的家庭伦理关系。

( 一) 主婚权

传统社会婚姻的主要目的在于保证家族血

脉的延续，根据《礼记》的解释: “昬礼者，将合二

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男女的

主婚权在于父母或长辈，如江苏武进等地“父母

为子择室，通媒妁，行六礼”［2］464。在父权制社会

里，婚姻往往较少考虑夫妻双方本人的感情，更

多体现的是家族的利益，婚姻类似于契约。俗语

中所谓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前者表现为婚

姻行为是以家庭为单位通过婚姻关系建立的社

会联 系，后 者 则 具 有 明 显 的 传 统 契 约 的 特 征。

“媒”的意思为中介，据《说文解字》解释: “媒，谋

也。谋合二姓者也”“妁，酌也。斟酌二姓者也”。

婚姻中的彩礼往往意味着双方家庭财产的转移，

具有契约的性质，而媒人则起着中间人的作用。

在江苏灌云县:“妇女们除和男人一样遭战争、饥

饿、病痛、寒冷之苦，脖子上还多套着一副封建枷

锁。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给扁担，拖着就走。’

抢寡妇、童养媳现象比比皆是。婚姻不能自主，

人权没有保障，有多少刚毅的妇女为抗婚和不堪

忍受虐待而上吊、投河身亡。”［3］27 在传统农业社

会，家庭的财富主要由男性家长掌控，结婚需要

支付大笔的费用，单靠年轻男子往往难以承担，

因此，父母在子女择偶中起主要作用是必然的。

然而，在父母主婚的情况下，子女的择偶意愿往

往被忽略，这就给夫妻双方日后的婚姻生活带来

一定的隐患。在传统社会，不仅女性无法做到婚

姻自主，男性同样无法自由掌控自己的婚姻大

事，在结婚对象的选择过程中也要遵从父母或长

辈的 意 志，并 不 能 完 全 按 照 自 己 的 意 愿 选 择。

“男女之别”还是要服从“长幼之序”的。正如罗

莎莉所言:“中国性别压迫的根源必须从家族传

统中找寻。在家族传统中，家族姓氏延续、孝道

和祖先崇拜等三种文化因素共同融汇成儒家所

倡导的家庭美德。它们成为酝酿、支撑和论证社

会虐待女性行为之合理性的强大基础。”［4］138

( 二) 婚姻程序

在传统社会，婚礼大致要经过“纳彩、问名、

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六礼。如《含山县志》记

载:“婚礼中男家遣媒妁通言，尝至再三。女家允

之，书女生年、月、日、时于贴，以付媒妁，然后纳

礼，名曰‘定礼’。及娶妻纳礼，名曰‘娶礼’。其

礼称家之有无。亲迎之日，以兄弟送女归，或以

叔伯代之。”［5］386 对传统婚姻中结婚之前要算生

辰八字的原因，费孝通先生在《江村经济》一书里

解释道:“用理智选择儿媳妇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没有一个女孩子是完美无缺的，但每户人家都想

找最好的。因此很容易出错。如果找不到其他

出错的原因，那就要归罪于挑选的人了。因此，

算命先生不仅是充作作出决定的一种工具，同

时，也被用作把错误责任推卸给上天意志的一个

办法。如果婚姻不美满，那是命运。这个态度实

际上有助于维持夫妻关系”［6］。在传统社会男女

的婚配过程中，双方直接了解对方的渠道并不

多，婚姻美满与否只好听天由命。

在安徽无为，婚礼包括“纳彩、纳币等礼，并

依朱子《家礼》行之，令男女婚姻各有其时; 或有

指腹割衫襟为亲者，并行禁止。今凡纳彩、问名，

大抵从宜从俗，称家有无焉。”［5］31据《泰州志》记

载，当地的婚礼大致经历以下程序: “始议婚，或

姻戚作伐，或用媒妁。初聘定，次请期，次纳采，

女家亦有回赠。于归妆奁丰俭，各称其家。俱设

宴延宾迎送。合卺夕，花烛交辉，聚观如堵。三

日拜见翁姑及家众，以分大小。女家备仪物，名

曰‘做朝’。婿随往拜女之父母。遍及亲族，名曰

‘回门’，仍留宴。满月，婿偕女归宁。”［2］506 在安

徽萧县“古有纳采、问名、奠雁等礼，绅士家多仿

行之。至于聘仪丰啬，妆奁厚薄，亦多量力。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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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嫁娶必亲迎。嫁女之后，父母暨亲属三日内各

俱饭以饷之。三日早迎女，午陈妆奁之属，花币

鼓乐送婿归。”［5］437传统的婚姻礼仪较为繁琐，但

在民间普通家庭，并不一定完全按照六礼，而是

结合当地的习俗及家庭经济情况有所删减和变

通。

( 三) 婚姻花费

传统婚姻需要支付一定的彩礼，彩礼的多少

视家庭经济情况而定。支付彩礼意味着男方财

产向女方家庭转移。民间的彩礼往往存在着攀

比的情况，导致婚姻花费过高，人们不堪重负。

因此，历代封建王朝也经常倡导改革婚姻陋俗。

如在含山县，雍正年间，朝廷曾下谕旨，要求婚礼

从俭。彩礼不完全是男子给女子父母的钱财和

礼物，也是夫妻双方父母为子女成立新家庭准备

的物质基础，是财产继替的重要形式，传统社会

在彩礼的准备上量力而行，还是值得肯定的。

彩礼是中国传统婚姻的组成部分，但是，关

于彩礼的多寡则无明确标准，它是随着经济发展

程度而变化的。如南通县，据《康熙通州志》记

载:“凡结婚姻，两情相好，儿女相配，此诚百年缘

分。聘娶礼不必较其厚薄，量力行之。尝见平日

相好，后因计较财礼反伤情义。女家需索者固为

可恶，男家力可为而吝鄙，俗尤为薄 ( 劣) 。若盛

时结亲，或后一贫一富，男家力歉，女家颇过，即

量力自备衣物以完儿女之债。倘两家力乏不能

成亲，其至厚亲友当相助之。无使有怨女旷夫，

此亦厚道也。”［2］518彩礼在婚姻中固然重要，但不

是唯一的标准，过度地索取或逃避彩礼都不利于

婚姻家庭的正常运行。婚姻类似于契约，一旦订

婚，双方都有遵守契约的义务，否则就会受到社

会舆论的谴责。

( 四) 择偶标准

在传统社会，门第是最重要的择偶标准，讲

究门当户对，也就是男女双方家庭的社会地位、

经济状况要大体相当。华中根据地所在的长江

中下游地区，在婚姻论财问题上并不十分看重，

大体是根据家庭具体经济情况而定，但对门第却

非常看重。如江苏睢宁县“邑人多以襁褓时联

姻，论门第，不计聘。及婚，婿行亲迎礼。入门，

拜天地，夫妇交拜，饮合卺杯。三日，谒祖先，拜

见翁姑，名曰‘分大小’。余亦略如古制。而六礼

之行，则视贫富为奢俭矣。”［2］552《泗阳县志》记

载:“婚用媒妁，重门户，聘仪不责多寡，甚有爱好

指腹，不征聘币，无需庚帖者。”［2］531 人们在结婚

的时候，往往选择经济条件、家庭地位大致相当

的对象。如逃荒到涟水县高沟镇的张凤兰在媒

人的介绍下与一个雇农结婚。“我原是山东阴平

人，八岁跟父亲逃荒出来，一路要饭到清江，住在

大桥孔里四五个月。有一天，晚上发大水，一家

四口子站在水里过夜，第二天搬到窑洞里。连铺

草都没有，睡在光地上有几个月，后又被人家驱

逐出去，至高沟南徐永华家破屋里，还是要饭过

日子。有年余，爷爷就被雇到人家做伙计，我被

卖给地主家做小丫头，几年当中就如一只牛，从

朝到黑总不息，时常是遭鞭子打。十五岁那年，

我再不愿意干下去了，就偷偷地到爷爷那里，后

来有个邻居来说媒，把我嫁给姜南善，穷人还对

穷人，姜南善只种一点街上和尚的地，闲时推推

小车子，我自己靠挑菜拾草过生活。”［7］在传统社

会，由于界限分明，阶层流动的渠道相对较窄，因

此门当户对成为最重要的择偶标准，目的是确保

家族社会地位的巩固。

( 五) 家庭关系和妇女地位

在传统的封建家庭关系中，长幼有序、男尊

女卑、嫡庶有别。年轻女性的地位低下，甚至在

日常的衣食待遇上，不同的家庭成员间亦界限分

明。如东台县的一个雇工反映东家儿媳妇的饭

食仅比长工略为好一些: “在老板家中过的生活

单是吃饭就有好多样，沙稻米饭老爹老太吃，籼

白米饭老板和奶奶吃，小舂老红米饭相公姑娘

吃，玉米粯子饭媳妇吃，大麦糁儿饭才轮到长工

吃”［8］。

受封建家庭伦理观的束缚，贫苦家庭的年轻

媳妇，往往受到虐待与压迫。在淮北地区，一些

妇女“受丈夫、婆婆打骂比较厉害，迫切要求解除

压迫”［3］17。盐阜区华安镇的杨大龙媳妇，受到婆

家人的种种虐待，生活十分痛苦。《盐阜大众》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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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过一首民歌，反映了此媳妇的生活遭遇: “华

安镇，有杨家，杨大龙的媳妇实可夸，终日卷着

烟，赚钱来按家。丈夫不讲理，时常会拷打。公

公口水嘴，混名又叫二果瓜。婆婆坏死人，没事

当街骂。可怜杨嫂子，苦到底头啦。自己没办

法，回去告诉她妈妈。妈妈上门来，杨家不睬她。

丈妈来把女婿劝，女婿拿刀砍丈妈，一家不讲理，

真是坏人家”［9］。在淮北地区，传统社会的妇女

经济不独立，“妇女没有经济权，平时买针线的钱

都被控制”［3］17。由于年轻妇女的家庭地位较低，

家庭成员之间缺乏民主、平等的关系。

( 六) 婚姻陋俗

在根据地创建之前，传统婚姻陋俗较为普

遍，如买卖婚姻、指腹为婚、早婚、纳妾等等。男

尊女卑，男女不平等现象十分普遍。还存在落后

的贞操观念，干涉寡妇再嫁事件时有发生。家庭

暴力和虐待也对女性身心造成严重伤害。

江彤在《回忆淮北苏皖边区妇女工作》一文

中谈到了传统社会该地区的婚姻陋俗: “买卖妇

女非常盛行，特别是孀妇完全无处理自己婚嫁的

自由，丈夫死后，娘婆两家商量妥当，偷偷地就出

卖了，由另一家突然于夜晚抢走，谓之‘嫁后婚’。

在偏僻 地 区，也 常 有 抢 劫 行 路 妇 女 强 迫 成 婚

的。”［3］16江苏淮安地区也存在指腹为婚的陋俗:

“指腹为婚，换杯为聘，不待年而童养者，星巷陋

俗，猥不足述。”［2］528指腹为婚是指父母为未出生

的胎儿订立婚约，只有双方互生男女的指婚才能

成立。由于双方男女尚未出生，其相貌、性情、才

干乃至命运都不可把控，子女长大以后，往往弃

信负约而导致婚姻纠纷。

传统社会早婚现象极为普遍，其根源在于农

民的贫困及农业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贫困使

得女孩的家长无力承担抚养的费用，不得不早早

就将其送往婆家。对于婆家来说，早婚意味着增

加了劳动力，并寄托了他们对子嗣的期待。早婚

也使男方在挑选媳妇时有更多的选择。但是早

婚的弊病也是显而易见的，夫妻双方身心尚未发

育健全，不利于人口素质的提高，或者夫妻双方

年龄差距过大，为日后的婚姻生活埋下隐患。

因为贫困，男方无力按照正常的婚姻礼仪娶

亲，而女方家庭无力养活女孩子，由于男女双方

并非完全自愿，这就为日后的婚姻生活带来隐

患。由于男方家庭本身就贫困，童养媳的生活境

遇则往往更为悲惨。比如启西县源勇乡的施竹

英诉苦说:“我今年卅四岁，出生九个月给陆仁郎

家做小养媳妇，五岁起就学穿锭，一天到夜要给

婆打几次哩。有一天，天色冷，穿锭慢了一些，给

婆用穿锭针钉在大指甲里，血直淌下来”［10］。

纳妾、重婚也是传统社会的婚姻陋俗。富裕

之家的男子往往三妻四妾，纳妾的目的主要是为

了传宗接代、延续家族血脉。“在体现男性至上

主义的诸多社会行为中，孝道、祖先崇拜和血脉

延续这三种文化因素实际上汇聚成一个强加于

女性的基本要求。”［4］145 也有男性是为了满足自

己穷奢极侈的欲望，如伪清江( 淮安) 县政府财政

科长李玉书，“李逆号叫‘七条半人命’，又叫‘七

个半老婆’，所谓‘七条半人命者’，就是说有七条

人命他应该负完全责任，一条人命是他和另外一

个汉奸负责。所谓七个半老婆者是他除有七个

公开的老婆外，还有一个半公开半秘密的姘头，

这个姘头就是他的妻侄女。”［11］

还有的地主纳妾是为了剥削其劳动力。如

江苏海安县仇湖区地主石月生糟蹋了女雇工还

让她下乡收租。“新西乡地主石月生，有田四百

多亩，反动派来了之后，他就上了海安，去年还收

了一年租，今年不敢下来，就在本月十一日，派他

的女雇工陈细吉下乡收租 ( 陈细吉已被他诱奸，

怀孕四五个月) 。一到佃户家，佃户就来告诉了

工作同志，工作同志随后将陈细吉找来，经过我

们的教育，陈细吉说: ‘地主石月生坏啦，我替他

用力做活计不算，还把我糟蹋得这样子，这次叫

我下乡收租，实骨子是把我赶出门。我现在不上

海安去了，我哪怕讨饭，也不离民主村。’”［12］

传统婚姻伦理还维护片面的贞操观念，在江

浙一带，民间有资助寡妇的清节堂，目的在于维

护封建伦理纲常，但是其经费往往难以保证。如

江苏淮阴伪县长周公望、伪县政府财政科长李玉

书曾克扣清节堂的粮食。“周保长大声说:‘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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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不问老百姓，这还事小，连鳏寡孤独身上都要

敲。’这话引起了寡妇老奶奶的共鸣: ‘我们清节

堂有廿三顷地，李玉书七年没有发给粮。’”［13］传

统社会提倡的贞操其实是一种片面的贞操，目的

是维护男性财产，使其不至外流，并且维护男性

的颜面和权威，但对妇女来说并不公正。

在传统社会，妇女对于封建礼教并非一概遵

从，她们会采取不同的应对方式。儒家传统关于

女性的道德规范应该理解为一种男性精英话语

或理想典范，而不是绝对的教条。比如宋儒程颐

主张“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但他的侄女和侄媳

都选择了再嫁，而他本人也是认同的。儒家伦理

也非常讲究变通。实际上民间非传统的婚姻习

俗不能一概斥之为“陋俗”，它是由民间的经济生

活条件决定的，是农民应对生存的一种方式。

二、华中根据地对传统婚俗的改造

为了推动妇女解放，推行新式婚姻，华中根

据地在施政纲领和婚姻条例中颁布了改造传统

婚姻习俗、提倡新式婚姻的条文。妇救会等团体

也积极帮助女性解决婚姻家庭问题。

( 一) 倡导自主婚姻

华中根据地的婚姻法令体现了婚姻自主原

则，订婚和结婚都要遵循当事人的意愿。如《淮

海区婚姻暂行条例》第三条规定:“婚约应由男女

当 事 人 自 行 订 定，无 论 何 人 不 得 强 迫 或 代

订。”［14］159第五条规定:“男女于未成年以前，由家

长代订之婚约，于成年后，如不同意时，得申请撤

销之。”［14］159《苏皖边区婚姻暂行条例》第二条规

定:“婚姻之缔结，以男女双方自愿自主为原则，

实行一夫一妻制。”［15］84 第五条规定: “婚约应由

男女当事人自行订定，任何人不得代订，其已经

他人代订者一律无效。”［15］84《苏皖边区临时行政

委员会施政纲领》提出:“实行一夫一妻的自愿婚

姻制度，严禁蓄婢、纳妾、溺婴、强婚。”［16］

根据地流行的民歌、宣传材料也积极宣传婚

姻自主政策。江苏睢宁县妇女宣传材料有一首

歌叫《糊涂》，讲的是一个糊涂妈妈包办女儿的婚

姻，结果使女儿的生活十分痛苦的故事。“人家

夫妇多和睦，提起他来我就哭，妈妈娘，你好糊

涂，哎哎呦，婚姻要自主。”［17］在苏中根据地如皋

县，流传着一首反映婚姻自由的《“三八”五字

句》:“恭喜解放区，妇女有自由，不做小媳妇，没

得女二流。恭喜解放区，男女得平等，事情一样

办，选举有他份。”［18］苏中根据地的东台县有一首

童谣《自己当家》，反映了女性要求自己当家的愿

望:“姊姊今年才十八，脸儿胖，脚儿大，下湖就种

地，来家纺棉花; 她的劳动实在好，谁个见了谁个

夸。”“老媒婆，上我家，要给姊姊说婆家; 可恨我

妈妈，做事理太差，又算命，又抽卦，姊姊婚姻她

要来当家。”“姊姊听说心烦恼，又是哭，又是骂!

‘恨今妇女都解放，为何不让自己来当家?’全家

开个批评会，劝说我妈妈: ‘儿女婚姻要自主，老

的不该胡当家。’”［19］经过婚姻自由政策的宣传、

推行，在华中根据地，婚姻自由原则已逐渐为普

通民众接受、认可。

首先，订婚、结婚要符合当事人意愿。传统

社会包办婚姻较多，根据地建立后，随着婚姻新

政的推行，妇女逐渐觉悟，纷纷要求废除由父母

包办的婚约或者解除不合理的婚姻关系。

如江都县兴桥区的黄桂英登报否认婚约:

“我年幼时由父母作主与兴士元订婚，现我已依

政府的婚姻法否认婚约，特此登报郑重申明。”［20］

苏中抗日根据地如东县栟丰区南楼乡的黄佩贞

早年由叔伯作主许与曹家楼戴子远之子为婚，并

未征得其本人同意，且戴某家境及人才与媒妁所

言不符，因此，黄佩贞提出解除婚约［21］。海门川

流港的王琴自幼由父母作主，与奚文才之子奚克

明订婚，未得本人同意。1944 年，她向海东区署

提起否认该项婚约，请求给予解除［22］。在传统社

会，很多由父母或其他长辈订立的婚约并未征得

当事人的同意，抗日民主政府建立后，婚约的对

象如果不符合本人的意志，他们则可以依据新式

婚姻法令、政策予以否认。江苏省东南县的民运

工作队曾帮助婚姻不自主的女青年解除婚约，如

海东区民本乡的何桂芬，就是在民运工作队的帮

助下，解除了旧婚约并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一些年轻人逐渐掌握了主婚权。1944 年 5

月，苏 中 根 据 地 的 盛 勤 珍 登 报 与 杨 崇 道 结 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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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余年龄二十有余，因家庭环境恶劣，父亲终年

在外图谋生涯，关于余之终生问题丝毫不理会，

不得不邀请潘学桂、杨九财( 为) 介绍人，( 嫁) 杨

崇道为终身伴侣，于本月二十三日在三仓乡正式

举行结婚典礼，特此声明。”［23］

苏北抗日根据地沭阳县沈集有位能干的姑

娘叫换姐，当选为妇救会长，被她二奶奶介绍给

一个侄儿做媳妇。“村里妇救会也开始组织了，

大家看换姐心巧人巧，做事又能干，于是就选她

做村妇救会长，换姐自参加工作后，又负责，又认

真，遇巧还学会几个字，现在村里老百姓、干部，

没有一个不知‘能干姑娘’换姐的，她的二奶奶特

别喜欢她，把她说给娘家侄儿做媳妇。”［24］传统乡

村社会，年轻女性的活动范围十分有限，自主择

偶的机会不大。抗日根据地建立后，妇女被动员

起来参加救亡活动，妇女通过参与社会活动，增

加了人际交往，了解了婚姻新政，见识自然增加，

让她们再就范于包办婚姻就很难了。换姐的未

婚夫虽然也是长辈介绍的，但也经过了她本人同

意，体现的是她本人的意志。在江苏，有一个地

主的女儿叫黄秀芬，与其家的雇工李德相好，两

人虽愿结为终身伴侣，但由于不门当户对，不能

结为夫妻。1947 年 5 月，黄私奔到李家公开同

居，黄的父母向县司法科控告李德诱骗其女。司

法科经过审理，认为黄、李二人完全出于自愿，因

此批准其为合法的婚姻关系［25］。

江苏如皋县有个童养媳叫袁美英，在如皋城

解放后与雇工季远祥自由结婚。“袁美英同志原

名英儿，今年二十多岁，从小在如皋城上人家做

小媳妇，公婆死了以后，未婚夫又当伪军，她溜出

来讨了两年饭，以后就到何庄周子芹家中做了七

八年丫头。她的主人家隔壁就是季远祥的主人

家，不多时两人就好起来了，但怕老板知道了不

得了，总不敢在一起谈谈说说……去年老板想占

美英做小老婆，她哭了三天三夜没有吃饭。老板

打她，说她气多，季远祥心里更难过，带她溜，又

没得安身的地方。正在没法想的时候，恰巧我军

攻克吴窑、沈甸等据点，反动地主逃到石庄，他们

两人才如重见天日，从此感情非常融洽。以后在

发动群众中，斗封建，挖浮财，他俩是最积极的。

袁美英当选了妇女委员，季远祥当了区农筹委

员。村里群众见他俩工作积极，都是雇农出身，

感情又好，提出介绍他俩结婚成家，并得到农会

的批准。这次到区里来开会，他俩非常开心，季

远祥和袁美英说:‘过去在地主家，两人只有好在

心里，总不敢表示出来。现在毛主席领导穷人，

大家都翻身，我们才能结婚成家，今后要替群众

做好工作，永远感谢毛主席这个大恩人。’”［26］

在传统社会里，袁美英不仅沦为童养媳，而

且还差点被逼迫为妾，在封建伦理的束缚下，袁

美英与季远祥虽有感情，但却无法结婚，直到民

主政府建立后，成立了群众组织，他们才得以结

婚成家。由此可见，传统的婚姻陋俗是依附于封

建经济的，民主政府成立后，经过土改，地主土地

所有制被摧毁，传统的婚姻陋俗也受到严重冲

击。

近代中国的妇女解放与西方并不完全相同，

西方的女权运动主要向父权制本身宣战，而中国

妇女运动的主要矛头并不是性别矛盾，而是不合

理的经济、社会制度及文化观念。因为不仅女

性，贫苦男性也是封建经济制度和伦理制度的受

压迫者。在传统社会中，青年男女自主择偶的意

愿无论是受阻于父母还是地主、东家，除了传统

伦理的原因之外，还有孝道、贵贱有别等文化观

念。贫苦女性只有与男性一道支持革命，彻底改

变旧的社会制度，才能在大的社会变革中改善自

身的权益。华中根据地通过减租减息、土改等运

动，大大削弱了乡村中地主和族权的力量，这就

为自主婚姻提供了可能。

其次，离婚自由，出现了大量的离婚案件。

在华中革命根据地，妇女不仅订婚、结婚具备自

主权利，而且离婚也为社会所接受和认可。《淮

海区婚姻暂行条例》第十五条规定:“夫妻之一方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他方得请求离婚: 一、充当汉

奸者。二、违反抗战民主利益，政治思想严重对

立，不能维持夫妻关系者。三、重婚者。四、与人

通奸者。五、受他方不堪同居之虐待，或被恶意

遗弃者。六、有重大不治之精神病或不治之恶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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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七、夫妻感情确实破裂，经调解无和谐之望

者。八、吸食鸦片毒品屡劝不改者。九、判处三

年以上之徒刑，或因犯不名誉之罪被处徒刑者。

十、生 死 不 明 已 逾 三 年 者。十 一、不 能 人 道

者。”［14］160

在华中根据地众多的离婚案件中，最主要的

原因是感情不和。如皋县丁东区玉树乡丁忠明、

崔氏因意见不合而登报离婚: “兹因我俩意见不

合时常口角，今凭双方证人丁忠富、崔广义调解

离异，嗣后男婚女嫁各听自由，两不干涉，特此登

报申明。”［27］海门县海中区富中乡的季文才、江官

英夫妇因意志不合而登报离异，并申明: 他们所

领养的女儿杨来虞由江瑛官抚养，将来上学、出

嫁等都与季文才无干系［28］。在苏中三分区，靖江

县西来区东来乡的苏俊与赵桐弟因感情破裂而

离婚:“我俩自结婚以来，已一载有余，不料中途

发生感情破坏，势难偕老，今我俩情愿离婚，自离

婚之后，男婚女嫁各听自由，除凭中立凭字外，特

此登报声明。”［28］1944 年 10 月，泰县曲南区张夏

乡夏盛如夫妇登报声明离婚: “我俩自结婚以来，

感情不合，现在双方自愿离异，永远脱离夫妇关

系，今后娶嫁，各听自由，除呈请县署备案外，特

此登报声明。”［29］1948 年，在苏中根据地海启县，

有个叫邱安康的人在报纸上登离婚启事，与妻子

离婚:“本人在去年和北园乡东平村龚朝品的女

儿龚兰如结婚，现因意见不合，双方都同意离婚，

特此登报声明! 启事人邱安康［30］。”

一些妇女因不堪受家庭虐待而提出离婚。

妇女干部鲁毅在《我的革命生涯》一文中讲到金

坛县礼何区一名妇女因不堪受虐待而离婚。“太

平村有一户人家，丈夫的夫权思想很严重，对于

妻子任意打骂，女方虽受不了，但不敢讲，我们听

到反映后，将他们夫妻叫来，向男方宣传男女平

等的道理，指责他歧视、虐待妇女的行为，后在女

方的坚决要求下，为他们办了离婚手续。”［3］

有严重的精神疾病或其他恶疾，无法维持夫

妻关系也是导致离婚的原因之一。在鄂豫边区

“有一个势力大的地主之姑娘，很小即得了精神

病，婆家原想接过来，过几年，精神病许会好，谁

知，结婚后四五年仍如此，婆家气不过，但无办

法。休妻吧，不敢! 不休吧，娶了一个‘活死人’。

后经妇救会与政权配合批准方脱离关系。”［31］

此外，还有因丈夫投靠敌伪而提出离婚者。

李桂英之女，配于城黄区毓秀乡李秀河村周群儿

为妻，周群儿投伪三年未归，李桂英为其女儿向

县府申诉离婚。

华中根据地虽然确定了离婚自由的原则，但

是对离婚问题采取了慎重的态度。如 1948 年华

中支前司令部参谋处、华中地委、华中工委制订

的《妇女问题讨论意见》对离婚问题作了一些限

制。如“干部家属妇女，如干部机动到外省工作，

如干部已另外结婚，必须通知其老婆另行出嫁，

本地干部如果与家庭老婆在感情上、政治上、生

理上实在不和，可得到双方家长同意，并得到党

委与政府批准，方可离开。一般的如家庭老婆并

不拖腿阻止本人革命，政治上亦不反动，不得随

便离婚。”［32］87该意见还规定:“群众离婚，如果双

方年龄不合，身体不健全，神经不健全，可根据情

况，适当准予离婚，如感情不太好，男方有一方有

其他意图必须以调解形式，若实在不行，可以离

开。”［32］88

根据地的婚姻习俗，一头承载着过去，一头

担负着未来。抗战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有赖于根

据地基本生产单位———家庭的支持，中共在从事

婚姻习俗改造，保护妇女权益的同时，还需要维

护家庭的稳定。华中支前司令部参谋处制订的

《妇女问题讨论意见》指出:“所谓婚姻自由问题，

是反对一切不合理的婚姻制度，今天我们的重点

是发动农村广大青年妇女，婚姻自主，反对封建

买办婚姻，对目前存在的婚姻问题，亦应当适当

处理，群众男女离婚，须经农会之同意，党员干部

不独是经过当地农会之同意 ( 当地干部党员) 亦

须经党同意，不能一方强迫一方。”［32］88传统的婚

姻习俗并非简单的一纸婚姻法令所能改变的，它

依赖于政权、法令及教育的共同作用。

( 二) 简化婚姻仪式，提倡适当的彩礼

传统的婚礼程序繁琐，花费巨大。对普通农

民来说，女方准备嫁妆，男方筹备彩礼都不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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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容易的事情。根据地倡导新式婚礼，减少婚姻

花费。《淮海区婚姻暂行条例》第六条规定: “订

婚时男女双方均不得索取金钱或其他财物，但纯

纪念性质之物品不在此限”。《淮北行政公署关

于开展生产建设的决定》提出了节约公约四条

“①不吃纸烟; ②不喝酒; ③不赌钱; ④婚丧喜事

一概从俭。”［33］

1946 年 1 月 20 日颁布的《苏皖区婚姻暂行

条例》第十五条规定: “婚约得请求解除，但不得

以对方贫寒影响生活为理由。”［15］85 根据地不赞

成在婚姻关系中施行嫌贫爱富的做法。彩礼是

几千年来中国人中流传下来的婚姻礼俗，也是新

的家庭成立的物质基础，因此，适当的彩礼是必

要的，也是合乎风俗民情的。

华中根据地民众积极响应婚姻新政，举办节

俭的婚姻。如“盐城徐黄乡有个姓张的佃户，他

儿子今年结婚。看到春荒严重，没钱花费，要节

省些，就跑到丈人家，一商量，不花一个小钱，把

女人带家来了。庄上人都说: ‘带女人不用轿子

了，也不用船，真能节省多少花费啊!’”［34］在根

据地的倡导下，民众逐渐改变了奢靡的婚姻礼

仪，这对于战胜饥荒、恢复经济起到了积极作用。

伍千平、洪波在《有关淮南路东地区妇女工作的

一些情况》中谈到了淮南抗日根据地婚俗改革的

做法:“提倡婚姻自主，禁止买卖婚姻或变相的买

卖婚姻，反对虐待妇女，提倡勤俭节约办婚事，订

婚时不要彩礼，树立移风易俗的好风尚。”［35］

华中根据地靖泰县孙庄乡的妇联代表孙齐

荣在结婚时主动简化了婚礼: “于三月二日夜出

嫁，贺送的妇女很多，当时大家感到我们妇女现

在得到了解放，结婚就不能再像过去老一套，把

新娘子用被子包起来，用绳子绑在车子上推，活

像犯了什么罪，不能见人似的。经讨论后，大家

一致意见，认为这次孙齐荣出嫁，横竖离公婆家

不远，不过一二里地路，不要再把她绑在车子上

推了，她们已准备了花匾，可以一脚送她到那边，

顺便恭贺男家。举行结婚仪式，不要随过去弄什

么‘关门坐富贵’，只要他们夫妻先向祖先三鞠

躬，公婆三鞠躬，哥嫂一鞠躬，然后夫妻对行一

礼，就可以出来做主人，招待来客，这样礼貌既不

缺少，同时也使我们妇女真正得到解放。”［36］传统

的婚礼要选择良辰吉日，而在华中根据地，战争

不仅要求婚礼从简，而且婚礼也必须服从于战争

与革命需要。如“世明区港南村有一民兵同志单

汝文，他父亲已看下三月初二日子( 旧历) 替他娶

亲，准备办喜事，但是单汝文同志，对革命有认

识，在村民大会上自动报名，跳出要参加主力，并

且说: ‘鬼 子 一 天 不 打 走，一 天 不 回 来 带 女

人!’”［37］

彩礼经常是困扰农民的难题，很多乡村农民

由于贫困娶不起老婆，根据地一方面倡导节俭的

婚姻仪式，避免给家庭造成沉重的负担，另一方

面，倡导他们努力生产，创造财富，从而成家立

业。如淮北陈圩乡按户订立了兴家计划。“随时

解决各种个人家庭之间的矛盾，把生产情绪增

高: 如因为没有女人，青年男子生产情绪低落( 一

般没有女人的青年或中年男子生产情绪是较低

落的) ，则启示以远见，说明在努力生产致富之

后，是不会没有女人的，且举例子以兹证，而提高

了他的生产热情 ( 如陈登其) ”［38］。由于光棍汉

没有什么负担，所谓“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因此

生产积极性不高，而有家室的男子则承担更多的

义务，否则无以养活家小，因此，结婚是生产发展

的动力之一。苏北涟东县在实行减租增资后，贫

农和佃户的生活水平有所上升，也为结婚成家提

供了条件。“老解放区实行减租增资后，佃户雇

工纷纷典田盖屋。涟东北集区六堡村佃户徐贯

海，种地主三十亩田，从前一年苦到头，只落得两

手握空拳，自民主政府建立，他坚决执行减租交

租法令，勤耕苦做，便收入增加，目前已买秋田六

亩，旱田八亩，典田八亩，买耕牛半条 ( 与别家合

买) ，生活得到改善。同时雇工李桂钱，从二十岁

离家雇大工，现已四十多岁，在实行增资以后，每

年将工资典进二三亩地，并讨了一个老婆，今秋

还准备盖两间房子，他说: ‘我的老命好，得亏新

四军和民主政府帮助咱们穷人。’”［39］

传统社会，由于结婚彩礼负担重，一旦发生

悔婚或解除婚约的情况，彩礼纠纷往往容易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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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男女家庭之间的矛盾。华中根据地对彩礼

纠纷也规定了处理办法。《淮海区婚姻暂行条

例》第 23 条规定: “订婚之女方曾接受男方之彩

礼者，如女方要求解除婚约，应将彩礼返还，无力

返还者，得按普通债务关系处理之。”［14］《苏皖边

区婚姻暂行条例》对婚约解除时彩礼的处理进行

了规定:“解除婚约时，应双方退聘礼，互负因婚

约上所受之损失。自愿自主婚姻，在解约时，除

有过失之一方退还聘礼外，并得赔偿无过失之一

方因婚约上所受之损失。”［15］85对于高额彩礼，一

味地禁止是不能奏效的，而通过教育提倡适当的

彩礼，通过法律的形式对婚姻中的彩礼纠纷进行

调解，有利于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秩序。

( 三) 打破门户观念，树立新型择偶观

华中根据地建立后，对旧的婚姻观念进行了

变革。根据地的减租减息政策也引起了阶级关

系的变动，拥军优抗政策的实行，使得军人的地

位显著提高，成为女性青睐的对象。随着土改等

政治运动的进行，地主被打倒，政治取代了门第、

财富成为择偶时首先要考虑的因素，劳动能力和

个人素质受到更多的关注。

在华中根据地，有一首小调反映了男性择偶

观的变化，叫《黑牛与二婆》:

“王黑牛，李二婆，

两下遇到笑呵呵，

二婆问黑牛;

为何娶个傻老婆，

斗鸡眼儿大脚板，

满脸麻子一大窠，

说起话来哝哝鼻，

三根黄毛不像样。

黑牛开言道:

这会世道改了样，

过去娶妻看漂亮，

如今娶妻要做活，

别看媳妇长得丑，

做起活来赛几个，

不管长得丑不丑，

能做生活就算好老婆。”［40］

在东台县也有一首民谣:“蝴蝶双双采花忙，

小妹妹低头相情郎，不要浪荡摇手汉，只要农家

勤俭郎。三耕六耙九锄田，一季收成抵一年。要

是懒汉不出力，金田也要变荒田，车水土泥好下

秧，过去都为别人苦，今年收粮自己尝。”［41］这说

明，男性的劳动能力成为女性择偶的重要标准。

根据地对抗日军人家属实行优待的政策，军

人也成为女性结婚的理想对象，在根据地有很多

反映拥军的歌曲。如在盐阜区就有一首歌叫《送

丈夫上前线》: “送君送到运河堆，运河堆上春风

吹，春风吹着英雄面，祝你胜利在前线。愿你安

心在前线，家中的事情莫挂念，庄上代耕组织好，

政府照顾都周全。”［42］拥军优属政策使军人配偶

的生活得到基本的保障。

在华中根据地，民众的择偶观念出现的最大

变化是: 门第，或者说是男女双方的家庭出身、经

济地位不再是不可逾越的鸿沟，婚姻可以跨越不

同阶级和阶层，择偶过程中考虑的因素更加多样

化，青年男女在择偶过程中可选择的余地更大。

要打破传统婚姻伦理门当户对的准则，除了法

令、政策以外，还需要靠宣传、教育及模范的塑

造。

( 四) 革除婚姻陋俗

对于传统的婚姻陋俗，华中根据地进行了大

力革除。《淮海区婚姻暂行条例》第二条规定:

“重婚、早婚、抢亲、纳妾、童养媳、买卖婚姻等陋

习，一律禁止。”［14］159 关于婚龄，该条例规定: “男

未满十八岁，女未满十六岁不得结婚”。《苏皖边

区婚姻暂行条例》第三条规定: “重婚、早婚、抢

婚、买卖婚、纳妾、童养媳等一律禁止。”［15］84该条

例第九条规定:“男未满廿岁、女未满十八岁者不

得结婚。”［15］84

皖江抗日根据地无为县的妇救会积极改善

童养媳的处境: “过去群众都有收养童养媳的习

俗，个别农民还有虐待童养媳的，妇救会总是关

心这方面的问题，不允许虐待童养媳，要求农民

对童 养 媳 像 对 自 己 的 亲 生 子 女 一 样 来 看

待。”［35］135童养媳是民间贫苦百姓应付婚姻问题

的无奈选择，如果一味采取送返娘家的做法，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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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改善其生存处境，对男方来说则是人财两

空。因此根据地一般的做法是要求善待童养媳，

等童养媳成年后根据其自身的意愿决定其去留。

这样的做法既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又体现了婚姻

自由的原则。

淮海抗日根据地处理过一起抢婚的案件，解

救了一名周姓女子。“一所狭窄的房子，里面塞

满了人，门外还拥挤着许多妇道人家，一张矮小

的桌子旁坐着一个年轻的同志，旁边坐着一个仅

有二十来岁的女子。油灯，跳动着黄昏的火焰，

人们都一声不响地静听着这奇怪的审讯。‘我家

在王集附近，是淮阴的。’‘我今年二十岁。’‘娘家

姓周，未婚夫姓王。’‘今年的三月间我就被这群

狼心狗肺的土匪绑去了，当时爷爷就去赎，这些

狠心的狼子不但不给赎，而且要割爷爷的耳朵。
×日的晚间，鲍小三子就勒逼我做他的女人了，他

还骗我，说抢好东西给我吃，抢好衣服给我穿。’

‘不从，鲍小三子那付凶恶的面孔可把我吓坏了，

他要打死我又要活埋我。’‘跟着鲍小三子以后，

天 天 就 忙 着 奔 波 躲 藏，也 不 知 吃 了 多 少 苦

头’。”［43］在抗日民主政府的审讯和干预下，该女

子得以解救。抢婚违背了婚姻自主的原则，也违

背了妇女的意志，根据地反对抢婚，坚持了婚姻

自由原则，维护了妇女权益。

根据地还反对纳妾，积极解救被强迫为妾

者。比如江苏涟水的陈玉兰被地主逼迫为妾，又

被地主卖给他人，最后在民主政府支持下得以解

救。“‘我是山东济南人，哥哥被抽了丁，我跟母

亲逃荒到涟水，吃了许多苦，娘儿俩到一个大地

主家做工，这个地主的屋子，有八进天井，母亲替

他家做苦工，我十三岁替他家带孩子，一天只吃

一小块煎饼，从来没吃饱过肚子。地主想我做小

婆子，把我母亲在前面天井里用枪打死，不许我

哭一声……太爷六十多岁了，要我跟他做小婆

子，我吓得求他，我年纪太小，不行，又叫我帮他

洗澡，自己是年轻幼女，实在难受，逼住无法，只

好闭着眼睛去洗，他逼我跟他，我无论如何不愿

意，他就把我卖出去，卖了四家子，最后卖给一个

七八十岁的老头子。这天晚上带了一个马来拉

我，我知道了，就偷偷地爬过几丈高的围墙，跳下

来，脚和手跌坏了，几天不能动，我找到乡公所去

报告( 这时八路军已经来了) ，乡里送我到区里，

所有的人看了我身上的伤痕，全哭了，可惜，那地

主以后却逃走了，大仇没有报，不过，我以后就解

放了。’”［44］在传统社会，许多妇女在婚姻问题上

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并不完全是因为父母的干

预或父权制本身造成的，而是由于生活贫穷迫不

得已，家庭条件尚好的父母，自然愿意为女儿选

择理想的佳婿。昆山理学家朱柏庐在其《治家格

言》中就讲到:“嫁女择佳婿，毋索重聘; 娶媳求淑

女，无计厚奁。”这说明，中国传统的婚姻文化中

也包含着许多积极的因素，这也为现代文明婚姻

习俗的推行提供了前提条件。

根据地反对片面的贞操观念，离婚和再婚自

由，反对干预寡妇再嫁。如《淮海区婚姻暂行条

例》第 13 条规定:“孀妇有再嫁与否之自由，无论

何人不得干涉，或借以索取财物。”［14］160根据地对

传统的贞节观念进行改造，将其构建为革命的、

光荣的气节。如针对国军的奸淫，“阜宁益林等

地妇女更坚持气节，曾组织剪刀队向蒋匪进行反

强奸斗争”［45］。传统家庭庶子女的地位相对于嫡

亲子女地位低，权益无法保障，华中根据地政策

对再婚所生子女及非婚生子女一视同仁。如《淮

海区婚姻暂行条例》第 12 条规定:“女子再嫁，所

携 来 之 未 成 年 子 女，新 夫 有 共 同 抚 养 之 义

务。”［14］161第 21 条规定: “严禁杀害非婚生子女，

违者以杀人罪论处。非婚生子女得经其生父认

领，或经其生母提出证明要求其生父认领者，生

父应负担抚养之义务。非婚生子女之法律上地

位，与婚生子女同。”［14］161

近亲结婚违背了优生优育的科学原则，华中

根据地禁止近亲结婚。《苏皖边区婚姻暂行条

例》第十一条规定:“下列亲属不得结婚: 一、直系

血亲及直系姻亲。二、旁系血亲及旁系姻亲之辈

分不相同者，但旁系血统在八亲等之外，旁系姻

亲在五 亲 等 之 外 或 姨 表 姊 妹 之 结 婚，不 在 此

限。”［15］85对婚姻陋俗的革除保护了女性的利益，

化解了社会矛盾，对于提高人口素质，改善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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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健康水平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 五) 保护妇女权益

为了打破旧的家庭伦理，推动妇女解放，根

据地的施政纲领中规定了保护妇女权益的做法。

如 1944 年颁布的《苏中区施政纲要》第十条要

求:“依据男女平等之原则，从政治经济文化上提

高妇女之社会地位，发挥妇女在经济建设上之积

极性，保护女工产妇及儿童，提倡剪发放足，实行

自愿的一夫一妻婚姻制。”［46］根据地采取了种种

措施，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提高其家庭地位。

首先，反对家庭暴力，提倡家庭和谐。在传

统社会，妇女经常遭受打骂等家庭暴力，根据地

反对打骂妇女的行为，提倡家庭和谐。妇女干部

徐伟在《东南县妇女运动情况》一文中讲到“1941

年，我们得悉正原乡成臣村韩家新媳妇经常被婆

婆、丈夫打骂，娘家为女儿申冤多次无效，新娘子

哭诉无门。妇抗会就发动一大群妇女上门进行

说理斗争，宣传男女平等，使她婆婆、丈夫检讨了

错误，并请了保人，从此后，他们再也不打骂新媳

妇了。”［3］81

家庭矛盾的产生，大多数是由于经济上的原

因，或者说是贫困，如婆媳间对家庭有限权利的

争夺、生活的重压而导致夫妻间关系的裂痕等。

华中根据地在妇女运动中，也曾采用斗争的办

法，比如通过妇救会，发动媳妇斗婆婆、妻子斗丈

夫，但却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反而会激化家庭矛

盾。家庭是根据地主要的生产单位，也是革命战

争赖以持续的基础。因此，华中根据地反对家庭

暴力与虐待，既反对虐待媳妇，也反对虐待老人。

1945 年在泗沭十区“严先生儿媳妇，樊苏村樊家

儿媳妇等均在各个说理会上诉苦，并谋得解决，

各家长均保证不再虐待。同时陈碾村庄施氏，逼

死八十三岁老婆婆; 周和村周××与妻子虐待老娘

等也遭到了斗争，这把一般认为妇救会单纯解决

儿媳妇痛苦的错误观点完全打破了，更促进了妇

女工作的开展。”［47］性别矛盾、家庭矛盾是从属于

阶级矛盾的，只有稳固家庭关系，才能促进根据

地生产的正常进行，从而促进革命的顺利开展。

其次，反对男尊女卑，主张男女平等。传统

的家庭性别秩序是男尊女卑，妇女对家庭、社会

的贡献几乎被无视。华中根据地通过宣传，使民

众认识到妇女对家庭和社会的贡献，并指明妇女

争取权利的办法。如在盐阜根据地有一首秧歌

调———《婆妈要翻身》写道:

“谁说乌盆不算盆，婆妈妈的不是人，

我要问他这句话，他的根据是什么?

这全是，封建话，说出来，欺婆妈，

各位父老想一下，假使没得婆妈妈，

哪块有他说这话!

婆妈本事实在大，吃饭穿衣全靠他，

针头线脑不算数，锅头灶脑事情多。

天一亮，就起身，煮茶饭，弄针线，

麻烦事情全他做，直上一天忙到晚，

要想闲也不得闲。

婆妈要得不受罪，赶快参加妇女会，

自己起来求解放，读书识字学道理，

婆妈们，要翻身，反封建，反迷信，

反对把女人不当人，反对男女贵贱分，

从今以后讲平等。”［48］

在盐阜地区，妇女没有地位，许多人连名字

都没有，未婚妇女有的叫“小丫”“大丫”，有的叫

“小二子”“小三子”，已婚妇女则把娘家和婆家的

姓合起来，叫“××氏”。妇救会建立后，做的第一

件事情就是帮助妇女们起名字。如一个小姑娘

原名叫 周 小 丫，妇 救 会 给 她 起 了 个 名 字 叫“看

花”。还有个年轻的媳妇原来叫王刘氏，妇救会

给她起名叫刘玉兰，她在回家的路上一直念着自

己的名字，生怕忘了。回到家中，丈夫见她嘴里

不停地叨咕“刘玉兰”，就奇怪地问:“刘玉兰是谁

呀?”她眉飞色舞地说: “刘玉兰就是我呀! 我今

儿有了名字了，是妇救会给我起的!”。妇女起名

字不仅是为了方便，也是其地位提高的象征。

再次，鼓励妇女提高劳动能力，增强经济独

立性。传统社会女性一般从事家务劳动，参加农

业劳动的较少。根据地注重动员女性参加生产

劳动，提高其在家庭经济上的贡献。1943 年 3 月

18 日通过的《中共苏皖区党委苏南施政纲领》第

十三条要求:“依据男女平等原则，从政治经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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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上提高妇女在社会上之地位，奖励妇女参加生

产，发挥妇女抗战与生产的积极性，保护女工、产

妇、儿童，坚持自愿的一夫一妻，妇女依法有财产

继承权。”［49］

相对于华北和陕甘宁地区来说，华中根据地

的妇女有较好的劳动习惯。江彤在《回忆淮北苏

皖边区妇女工作》一文中提到淮北妇女参加劳动

的情况: “妇女参加主要的农业劳动———一般农

村妇女都参加农业劳动，除耕地由男子负担外，

其他如锄地、插秧、割麦、担麦、扬场、打场等，妇

女统统和男子一样操作。家庭吃用担水，喂牛养

猪也 多 是 妇 女 的 事。因 此 负 担 之 重，超 过 男

子”。［3］16有的妇女还从事商业贸易劳动，“农闲期

间，集镇妇女和农村妇女，都有做买卖的。如贩

卖粮食、食盐，跑估衣 ( 收集半新半旧的衣服出

售) 等等。”［3］16

淮海根据地大力提倡纺织运动，以增强妇女

的经济自主性。“纺织运动的开展不但解决了穿

衣问题，妇女还改变了原来依赖丈夫的从属地

位。龙圩乡的张二嫂，是个出色的纺织积极分

子，丈夫去世也很早，她带着四五个孩子，最大的

只有十六岁，生活特别困难，每次到县里开会，衣

着破烂不堪，连顶头巾也是借来的。她家大人小

孩首先响应纺织号召，可是买不起纺车。会长陆

先进就向妇救会借了两台纺车，给她家用了一个

冬天，不仅贴补了全家开支，还买进了六台纺车

( 当时纺一斤棉花的纱，纺工费是一块白洋，快手

一天可纺一斤) 。1943 年初夏，县妇救会为了动

员参军，在召集全县妇女干部和积极分子开会

时，张二嫂带着大女儿笑哈哈地走进会场，看见

熟人就说:‘上次我到县里开会，全身上下没有一

根布纱是自己的，这次我与女儿两人，从头到脚

没有一根布纱是借别人的。’”［3］40 妇女通过参加

生产劳动，不仅拓展了活动的空间，增加了自主

婚姻的可能性，更创造了财富，减少了对家庭的

经济依赖。

三、婚姻变革的影响

( 一) 妇女地位的提高

随着根据地婚姻新政的推行，妇女在婚姻上

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解放，其活动空间也得以大大

拓展，担任的性别角色逐渐发生改变，地位得到

明显提高。

首先，妇女的家庭地位有所改变。皖江抗日

根据地的无为县对于农村中存在的男女不平等、

丈夫打老婆的现象一般由当地妇抗会进行调解

和干预。刘芳在《抗战时期无为县妇女工作与根

据地建设》一文中提到: “哪家的男人打老婆，妇

抗会就出面到哪家去讲理。到四五年我们北撤

之前，整个根据地妇女都扬眉吐气，在家里不窝

窝囊囊的，说话算数，夫妻和气，婆媳和睦，很少

吵架呕气，这些涉及妇女切身利益的问题都是在

妇女参加实际斗争过程中解决的。”［35］135

其次，妇女的政治地位有所提高，参政意识

增强。如在淮南抗日根据地的殿发乡，妇女积极

参加乡选的选民登记。“当天有一个村子快要登

记完时，一个头发半白的老太婆，从人丛中挤到

主席桌旁来说: ‘同志啊! 我家新媳妇再过几个

月要来了，请你帮我替她登记在红纸上吧’。旁

边的人都笑起来了，主席就笑嘻嘻地向她解释

说‘既然没有娶来，那不忙! 以后再登记好了。’

这个老太婆是听了公民如何光荣的宣传后说这

番话的。”［50］

再次，妇女的经济地位也得以改善。华中根

据地确立了妇女的财产权，在土改中，妇女纷纷

立契。如盐东清恩区合尖村妇女陈俊英，“从小

父母全死了，也没得兄弟，跟着叔爷过日子。现

在陈俊英成人了，向叔爷要田。起先她叔爷狡

赖，后弄到区政府，区政府批评她叔爷不对，她叔

爷才认错，当下签了字，把七亩田，房子二间，家

中用物平分。陈俊英感动地说: ‘想来过去我们

妇女罪真受够了，终年踩在脚底下过日子，没有

出头，现在如不是共产党民主政府在此地，帮助

我们妇女出了头，怎能分到产业呢?’”［51］华中根

据地的婚姻法令中也体现了保护妇女权利的原

则，《淮海区婚姻暂行条例》第 17 条规定: “妆奁

为妻之特有财产，离婚时准其取回。”［14］161 第 18

条规定:“男女一方因判决离婚如陷于生活困难，

他方虽无过失，亦应酌给相当之赡养费”［14］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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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村，寡妇的财产权往往受到男方家族的侵

占，江苏东南县保护妇女的合法财产不受侵犯。

如“大兴区静成乡沈秀贞，丈夫病死后，夫家的兄

弟要夺她的家产，赶她走。妇抗会出面据理力

争，帮助她得到应得的继承权”［3］81。在传统社

会，由于土地分配制度极不合理，贫苦农民家庭

财产极为有限，女性财产权根本不可能实现。民

主根据地建立后，经过土改，废除了封建土地所

有制，农民的土地、家庭财产都有大幅增加，广大

妇女不仅在土改、清算浮财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也在这个过程中为自己和家庭争取了更多的财

产。

( 二) 家庭关系的变化

传统的家庭关系中男尊女卑，婆婆压迫媳

妇、丈夫打老婆是家常便饭。根据地倡导建立平

等的家庭关系，主张家庭和睦。如阜宁马集区周

门镇 组 建 了 妇 女 秧 歌 队，经 常 调 解 家 庭 纠 纷。

“因为她们经常演出，影响了较落后的三马村的

妇女，她们也组织起秧歌队来。其对本镇工作，

也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解决了妇女的实际问题:

如裴庆思的妈妈，为人很毒辣，她家的小媳妇今

年才十六岁，常被她母子打骂，简直不得安身，庄

上人都说这媳妇可怜。秧歌队知道了，就派裴新

华、裴学裘去她家劝说，她婆婆满口支吾，不讲情

理。后来，去开会斗争她，才把理说清，小媳妇从

此得到了解放。又有一回，卞炳元要在夜里害女

人，秧歌队知道了，就集体不睡觉，伏在卞家周围

听候。当卞炳元要杀女人时，她们喊开门，同卞

炳元讲道理。这样，又救了一条人命。所以，地

方上有人说:‘秧歌队真能干，她们比修行还慈悲

呢! 能关心人家的痛苦。’”［52］

所谓“家和万事兴”，家庭成员之间需要展开

必要的分工合作，才能使家庭正常运转。在传统

社会，男性主要承担生产劳动的任务，而女性更

多地承担育儿、料理家务等功能，此外，家庭副业

也有赖于劳动力的合理分工。由于人均土地资

源十分有限，家庭副业往往能弥补农业收入的不

足，从而维持家庭的日常运行，而这一切的前提

是，家庭成员之间要和睦，才能在经济和养育后

代等活动中开展合作。淮北抗日根据地的陈圩

乡提倡家庭和睦，提高家庭的生产效率。“因家

庭不和而消极怠工生产不力的人，则解决家庭矛

盾。用‘家庭不和，只能喝汤，不能吃馍’来说服

批评，并用群众力量嘲笑他。”［38］华中根据地通过

评选模范家庭来提倡家庭民主、家庭和睦。模范

家庭的标准为: 积极参加工作、学习，积极生产兴

家，家庭成员团结和气。如淮安的三个模范家

庭:“淮安嘉树区王庄，有三个是全区的模范家

庭。第一个是王坤，家里有五亩田，夫妻两个，五

个小孩子，一共七口过活。王坤是农会会长，姑

娘参加秧歌队，老婆陈叔英是妇救会会长，一家

子有什么工作全出力，没有一次落人后。有一

次，他们夫妻两个一块开会，陈叔英当主席，王坤

不开口，人家问他: ‘你为什么不作声?’王坤说:

‘我老婆当主席，我直行不好意思向她报告。’她

姑娘动不动就拉住王坤，欢迎陈叔英唱歌，王坤

说:‘我同意呀!’她姑娘又说: ‘我们家选一个组

长吧!’陈叔英说: ‘好呀! 就选你当组长!’第二

天她妈妈叫她去拾草，她说: ‘我是组长，怎么要

你分配工作?’王坤一家都很勤劳不怕吃苦，在村

上威信很高。第二个是王德亮，家里七亩田，四

口子过活，他本人是村指导员，老婆参加妇救会，

妈妈参加老人指导团，弟弟是秧歌队队长，一家

人很和气，斗争很大胆积极，生产也很勤苦。第

三个是王照能，他家只有四亩地，四口子过活，他

本人参加农会，老婆和妹妹都上识字班，参加秧

歌队，妹妹还是队长，纺织在全区比赛得第一，老

婆参 加 剧 团。一 家 的 工 作 和 生 产 也 都 很 出

名。”［53］根据地新式家庭的主要特征是: 妇女、子

女在家庭中的地位上升，家庭成员之间在家庭事

务上讲民主。根据地的家庭关系逐渐平等，父权

制的影响逐步减小。

( 三) 妇女积极参加抗战、拥军、生产事业

华中根据地婚姻习俗的变革，使被传统婚姻

陋俗束缚的妇女身心得到了解放，她们获得了前

所未有的活动空间，被解放的妇女纷纷投入抗

战、拥军、生产事业，成为中共革命的重要推动力

量。如淮南路东马圩区的妇女与男子一样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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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产劳动，为巩固根据地作出了贡献。“马

圩区妇女劳动英雄高三姑娘能和男子一样登上

高树采桑，一样耕田挑粮。”［54］苏北抗日根据地沭

阳的姑娘换姐不仅参加妇救会，当上了妇救会

长，而且还想动员她的未婚夫参军。“换姐和衣

躺在床上，心里非常不舒服，心里想，‘我家不就

没有办法光荣了吗? 父亲年纪大了，我是女的。’

她正恨自己为什么是一个女的呢，忽然想起了

他———她的未婚夫———去年到他姨母家来时，看

见过的，黑黑人，很强壮的小伙子，一定很够条件

的吧! 可是，怎么办呢? 一个姑娘，去找未过门

的丈夫，是要被人家笑话的，不去的话，成年安稳

地过日子，再没有一个人去参加，这就是忘了本

了。而且，冯大娘还不是向我笑吗? 人家的丈夫

能去参军，我呢? 人家还叫我是‘能干姑娘’呢，

虽然是未婚夫也是丈夫呀，不去参军不是丢死人

吗? 我就怕冯大娘向我那样笑。凭良心说，我也

要找他去参军呵。”［24］盐阜根据地的毛改英动员

未婚夫参军: “张马乡妇女会长毛改英同志保证

动员未婚夫参军，两天来一共批准了廿三个参军

英雄，其他还有哥哥送弟弟、姐姐送兄弟、女人送

丈夫、叔子送侄子的十三人。”［55］中共中央东南局

妇女干部章蕴回忆: “得到解放的妇女有不少要

求参军，特别是在家受压迫的年轻媳妇，对包办

婚姻不满的姑娘们，经我的手就收下了好多人，

后来不 少 人 锻 炼 成 为 骨 干，成 为 能 干 的 女 干

部。”［3］4妇女解放与革命事业相互借重，从传统婚

姻、家庭中解放出来的妇女在抗战和革命中发挥

了重要作用。

四、结语

由于华中根据地的主要任务仍是军政建设，

再加上推行婚姻新政的时间尚短，在婚姻习俗变

革中仍存在一些问题与不足。婚姻自由、妇女解

放在一定程度上还要服从于革命的整体利益，因

此，婚姻自由的实行是有限度的。乡村的传统观

念也制约着婚俗改革的力度，一些基层干部受父

权制观念影响较深，未能正确执行新式婚姻政

策; 妇女的财产权未能得到完全的尊重，其活动

空间也受到各种因素的限制，在一些民众中存在

对婚姻政策误解与滥用的情况。如苏中抗日根

据地如皋第一区的李芷英在姘夫亡故后又与前

夫洪龙春纠缠，索要生活费，因此洪龙春登报进

行了申明。李芷英与洪春龙结婚后感情不睦，

“芷英私姘配国桢为室之后，龙春亦与康氏结婚，

后经登报周知，迄今十数年无异议，近因芷英姘

夫亡故，与春龙发生争议，经亲邻调解，由春龙津

贴芷英生活费银壹仟叁百元以为彻底解决离婚

手续，且后男婚女嫁各听自由两不干涉，关于芷

英生前赡养生后殡葬概与春龙无干”［56］。李芷英

以私逃的方式抗争不和谐的婚姻本无可非议，但

在双方都已再婚的情况下仍纠缠前夫，实为不明

智之举，也不符合婚姻新政的精神。

在华中根据地建立之前，该地流行传统的婚

姻习俗。根据地创建后，在施政纲领和新式婚姻

政策、法令中规定了婚姻自主、男女平等、一夫一

妻等原则。通过妇救会等团体的推动，传统婚姻

观念和形态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新式婚姻开始

出现，婚姻仪式和择偶观念出现一定程度的变

化，妇女的家庭地位得以提高。在华中根据地，

女权的争取并不仅仅是通过动员女性向父权制

宣战实现的，妇女只有积极投身于民族、民主革

命，在大的社会变革中才能从根本上提高自身地

位。革命为妇女解放提供了重要的契机，从传统

婚姻、家庭关系中被解放出来的妇女在革命与根

据地建设中也逐渐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成为国家

建设的重要力量。由于各种因素的限制，华中根

据地的婚俗改革并非尽善尽美，但成效是明显

的。当前，在民间的婚姻习俗中，闹婚、天价彩礼

等婚姻陋俗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由婚姻纠纷引

起的社会矛盾也是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之一，华

中根据地对传统婚姻习俗改造的经验仍有现实

的借鉴意义。

·37·

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9 年第 5 期



［参考文献］

［1］ 陈顾远．中国婚姻史［M］．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4: 12．

［2］ 丁世良，赵放．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 第 8 册［Z］．北京: 国家图书出版社，2014．

［3］ 江苏省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史资料: 4［M］．内部编印，1983．

［4］ 罗莎莉．儒学与女性［M］．丁佳伟，曹秀娟，译．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

［5］ 丁世良，赵放．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 第 9 册［Z］．北京: 国家图书出版社，2014．

［6］ 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M］．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 31．

［7］ 张凤兰．我被选为新农会委员［N］．新华日报，1947－03－12( 2) ．

［8］ 殷如春，王一鉴．三十年的雇工不曾翻身［N］．东台大众，1947－05－12( 2) ．

［9］ 刘道记．坏人家［N］．盐阜大众，1946－03－12( 4) ．

［10］ 大会报导组．启西妇代筹备会开幕［N］．复查，1947( 37) ．

［11］ 清江民众控诉周李两逆罪行［N］．新华日报: 华中版，1945－12－18( 1) ．

［12］ 糟蹋了女雇工还叫他下乡收租［A］．南京: 江苏省档案馆藏，档案号: GB－015－014－024．

［13］ 敲竹杠无孔不入，刮到清节堂寡妇头上［A］．南京: 江苏省档案馆藏，档案号: GB－004－001－007．

［14］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院志编辑室．江苏革命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 1941—1949［Z］．内部编印，1988．

［15］ 朱耀龙，柳宏为．苏皖边区政府档案史料选编［Z］．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16］ 韩廷龙，常兆儒．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Z］．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17］ 睢宁县妇女联合会．睢宁县妇女运动史料: 1919—1949［M］．内部编印，1991: 112－113．

［18］ “三八”五字句［N］．如皋大众，1948－03－13( 3) ．

［19］ 自己当家［N］．东台大众，1947－03－01( 2) ．

［20］ 黄桂英．否认婚约启事［N］．苏中报，1944－05－17．

［21］ 黄佩贞．黄佩贞解除婚约启事［N］．苏中报，1944－05－29．

［22］ 海门川流港王琴否认婚约启事［N］．苏中报，1944－06－13．

［23］ 杨崇道、盛勤珍结婚启示［N］．苏中报，1944－05－29．

［24］ 路．能干姑娘［J］．生活，1945( 7) ．

［25］ 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江苏省志: 审判志［Z］．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 222．

［26］ 沈玉齐，李一洁．靠毛主席翻身成了家［N］．新华日报: 华中版，1948－03－29( 1) ．

［27］ 季文才、江瑛官离异启事［N］．苏中报，1944－05－29．

［28］ 离婚启事［N］．江潮报，1944－10－7( 3) ．

［29］ 离婚启事［N］．江潮报，1944－10－7( 2) ．

［30］ 离婚启事［N］．海启大众，1948－03－05( 2) ．

［31］ 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历史资料: 第六辑群众工作专辑［Z］．内部编印，1985: 225．

［32］ 安徽省妇运史资料编纂委员会．安徽省妇女运动历史资料选编( 一) ［Z］．内部编印，1983．

［33］ 江苏省档案馆．红色记忆———江苏省档案馆馆藏革命历史报刊资料选编( 1918—1949) ［Z］．南京: 东南大学出版

社，2014: 517．

［34］ 徐超．春荒要节省，带女人不用花轿［N］．盐阜大众，1946－03－21( 1) ．

［35］ 安徽省妇运史资料编纂委员会．安徽省妇女运动历史资料选编( 二) ［Z］．内部编印，1984．

［36］ 孙庄乡妇女结婚新仪式［N］．新华日报: 华中版，1948－03－17( 1) ．

［37］ 鬼子打走再娶老婆［A］．南京: 江苏省档案馆藏档案，档案号: G13－017－006－002．

［38］ 陈圩乡按户兴家计划及劳动互助［J］．拂晓杂志，1944，1( 9) : 35．

［39］ 徐延康，王莲芳．减租增资，使佃户雇工生活上升［N］．苏北报，1945－11－6( 1) ．

［40］ 黑牛与二婆［N］．生活: 创刊号，1945－03－10．

［41］ 民谣［N］．东台大众，1947－05－12( 2) ．

［42］ 马云，梁磷．送夫上前线［N］．盐阜大众，1949－03－5( 3) ．

·47·

吴云峰: 论华中根据地对传统婚姻习俗的改造



［43］ 哲明．她得救了［N］．淮海报，1941－12－25( 4) ．

［44］ 在三八妇女节的大会上，陈玉兰同志诉苦［A］．南京: 江苏省档案馆藏，档案号: GB－009－072－010．

［45］ 张鸿志．我们怎样纪念“三八”妇女节［N］．新华日报: 华中版，1948－03－8( 1) ．

［46］ 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江苏省档案馆．苏中抗日根据地［M］．北京: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 338．

［47］ 泗沭十区一个月的妇女运动［N］．苏北报，1945－12－26( 1) ．

［48］ 董国忠．婆妈要翻身［N］．盐阜大众，1946－03－12( 4) ．

［49］ 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江苏省档案馆．苏南抗日根据地［M］．北京: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 246．

［50］ 曾山．淮南路东殿发乡乡选实验的成功［J］．淮南党刊( 15) : 31．

［51］ 妇女该派有产权，陈俊英分到七亩田［A］．南京: 江苏省档案馆藏，档案号: GB－009－010－003．

［52］ 两个妇女秧歌队［J］．江淮文化，1941( 创刊号) : 101－102．

［53］ 三个模范家庭［N］．盐阜大众，1946－03－12( 4) ．

［54］ 淮南路东各县举行群英会［N］．解放日报，1944－12－15( 1) ．

［55］ 尚正春，祝书高．提高觉悟弄通时事，新街区竖起廿几面旗帜，兄送弟妻送夫大家争报名［N］．参军快报，1948－12－

9( 1) ．

［56］ 洪春龙、李芷英离婚启事［N］．苏中报，1944－05－17．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Marriage Customs
in Central China Base Area

WU Yun－feng
( Huangshan College，Huangshan 245041，China)

Abstract: Before Central China base area was established，traditional marriage customs were popular in this
region: the right of presiding wedding belonged to parents or seniors; the marriage procedureswere relatively
complicated; betrothal gifts became heavy burden of the people; equal matches in social and economic status-
were strived for; women's position was fairly low，so on and so forth． However，we can't attribute gender dis-
crimination to traditional ethics． After the foundation of base area，it advocated the right to decide marriage for
oneself，simplified marriage ceremony，proper betrothal gifts，elimination of the status division，establishment
of new values in choosing a spouse，abolishing of undesirable marriage customs，and protection of women's
rights and interests． By the transformation of marriage customs，women's position was improved; the family re-
lationship became more equal; women actively took part in the war against invasion and supported the army
and production career． During the process of reforming old marriage customs and improving women's rights and
interests，the base area not only declared war to patriarchy，resolved gender conflicts，but also payed attention
to arouse women into revolution，changed old social institution and marriage norms，thus improved women's
position along with social change．
Key words: women's right; Central China base area; marriage customs; trans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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